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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22(一)
13:10

經濟系
Q201

崑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教
授謝啟瑞
Health,  Trust ,  and Innovat ion: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on Trust and the Avenue for 
Future Research

3/23(二)
12:00

教發中心
蘭陽校園

CL506/T501

政經系助理教授梁家恩
教 學 特 優 教 師 教 學 分 享 : 為 何 教
書？理想．正確

陳雅鴻走完璀燦人生 乘風遠颺

雅鴻遠颺 丕雄歸鄉 功在淡江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22(一)
13:00

戰略所
T505

真亮法律事務所所長林亮宇
外交與國家安全職涯講座-那些國
家考試教我的事

3/22(一)
13:10

化材系
E819

李長榮化工副理吳義章
高分子化學材料於工業上之應用發
展

3/22(一)
15:10

通核中心
圖書館2樓

閱活區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劉亞蘭
通識月系列講座：《第二性》對當
代性別議題的啟發

3/22(一)
17:00

大傳系
Q409

角頭音樂張四十三、四分衛團長
虎神
我不流行二十年

3/23(二)
14:00

財金系
B713

永豐金證券副總經理李魁榮
2021全球經濟展望與投資大趨勢

3/24(三)
10:10

水環系
E787

台北科技大學教授胡憲倫
生命週期評估

3/24(三)
10:00

海下中心
B7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教授何宗儒
海洋科學的發展及臺灣附近海域海
洋環境的探索

3/24(三)
12:10

電機系
E819

電機系助理教授劉智誠
機器人操作系統應用於人形機器人

3/24(三)
13:10

化材系
E787

翰可公司協理莊景名
太陽能產業與能源儲存系統

3/24(三)
15:30

土木系
E787

中興工程顧問軌道工程一部組長
梁惠婷
地下車站結構之分析與設計

3/25(四 )
10:00

會計系
B713

前行政院主計處處長陳春榮
參加公職考試及職涯經驗分享

3/25(一)
13:10

機械系
E787

茶籽堂創辦人趙文豪
品牌發展策略

3/26(五)
08:10

通核中心
圖書館2樓

閱活區

物理系副教授李明憲
通識月系列講座：艾倫圖靈(Alan 
Turing)：蘋果咬一口向他致敬

3/26(五)
10:10

通核中心
圖書館2樓

閱活區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心理師/
性諮商師邱雅沂
通識月系列講座：你聽過月經貧窮
嗎？為何與你我都有關？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掃一下

更多

校園新聞

都在這裡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前校長，曾獲
第2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的西語系榮譽教授陳雅
鴻3月13日與世長辭，享壽88歲。本校感念其
對淡江卓著貢獻，特成立治喪委員會協助處理
治喪事宜，告別式將於3月26日下午2時，在台
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樓1樓至真二廳舉行。
　陳前校長為馬德里大學西班牙法學博士，專
長領域西班牙文、國際法、拉丁美洲研究，為
臺灣首批留學西班牙的學者，1971年回淡江任
教，貢獻逾五十年，曾任西語系系主任、學務
長、文學院院長等職，期間推動西語系課程實
務化、提供學生就業的學習方向；更為學生鋪
路，倡議成立拉丁美洲研究所以鑽研各國的民
情文化、社會風俗，讓他們派任當地時更為從
容，此舉讓當時的西語系及拉美所畢業生雄踞
中南美洲外交圈，更有「雅公到中南美洲，絕
對不用住旅館」的美談。擔任文學院院長時，
還稱霸首屆全國公務員甲級外交特考，然而以
教學為志業的他，選擇繼續留在淡江作育英
才，放棄報到及擔任駐外大使的機會。
　1986至1989年擔任本校第6屆校長期間，承
繼張建邦創辦人理念，完成多項重要的建設，
包括資訊教學設備汰舊換新，維持教學品質、
籌建「校園資訊網路」提升教學、研究與行政
運作效率、強化姊妹校學術合作交流，提升本
校學術水準及國際地位、加強教師的研究及論
文發表，鼓勵參與國際性會議、對行政人員進
行資訊能力培訓教育等，奠定淡江持續提升的
基礎。
　陳前校長任教淡江時，對學生學習及未來發
展甚為關心，他回國任教的首屆學生，曾任中
央社總編輯的西語系助理教授劉坤原回憶，
「當時雅公（陳前校長暱稱）上課時用全西語
教學，大家一開始都聽不懂，但後來發現聽力
慢慢進步了，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劉坤原
更分享1988年與西班牙Navarra大學簽訂姊妹校
時所發生的驚魂記，那時他擔任中央社駐西班

牙特派記者，到機場接陳前校長同赴
Navarra簽訂合約，卻在半路上因計程
車爆胎險些喪命，「很幸運的我們沒
有受傷，更幸運的是遇到好心人士讓
我們搭便車，於時間之內到達Navarra
完成簽約儀式，這件事讓我對他的胸
襟及使命必達的責任感更加佩服。」
　陳前校長退休後仍樂在教育，常在
課後漫步至全家便利商店旁，悠閒地
喝著咖啡，夕陽餘暉照著他慈靄的
臉，帶給人溫暖又安定的感覺。劉坤
原更提及陳前校長身在病榻時，仍不
忘提及本學期課程規劃，只是哲人已
杳，令人扼腕，「但他已打完這美好
的一仗，我們永遠將他記在心裡，引
以為榮。」

通識結合整合型研究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第177次行政
會議3月12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
葛煥昭主持，4位副校長、一級主管等出席，

　【本報訊】本校與東吳及銘傳三校共同建置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自2019年12月19日正式
上線已屆年餘，除了可以同時查詢三校館藏資
訊，也提供更多便利與迅速的服務。為瞭解師
生對於本系統的觀感及期許，作為未來持續改
進的參考，三校將同步於即日起至4月16日止
進行滿意度調查。
　滿意度調查可從圖書館首頁「最新消息」
公告或逕至活動網頁（網址：https://reurl.
cc/5ovjpR ），依個人使用經驗、心得與感
受勾選 ，並利用開放式問題提供想法與建
議。為鼓勵填答，凡填完問卷者可參加Switch 
Lite、Canon迷你相片印表機、imiia藍芽耳
機……等獎項抽獎，歡迎踴躍上網填寫。

圖書系統滿意度調查

通識月系列講座 多面向談性平

行政會議 葛校長籲妥慎規劃校務發展計畫 

　【記者李宜庭淡水
校園報導】教發中心
3月11日舉辦課程設
計分享，邀請清華大
學特聘教授兼教務長
焦傳金，以「教學的
創 新 與 跨 領 域 」 為
題，進行分享，逾80
位教師聆聽。
　「我們經常鼓勵學生跨領域，但其實老師更
需要跨領域。」焦傳金將跨領域視為研究與教
學的連結，將「整合型研究」與「通識課程」
結合，才能發揮更強大的影響力，對於遠距教
學，焦傳金認為疫情緩和之後，應該持續走在
數位的新時代。他利用直播讓課堂規模擴大到
高中生也能參與，讓他們提前體驗大學課程；
並使用slido工具進行課堂小考與民調，並且
善用社群媒體（FB或IG）讓學生發表心得貼
文，觸及更多同儕討論；還會採用視訊會議軟
體代替Youtube，讓學生開口表達想法。
　「教學是一種機會，不是一種負擔；教學不
僅是一個責任，更是一個權利。」焦傳金享受
每一堂課分享知識的喜悅，不斷思考自己是否
還有可以改善的空間，將每一個教學上可以加
強的地方放在心上、試著改善。他認為不斷創
新才能維持熱情，並在知識含量中加入有趣的
元素，老師對於課堂的用心一定可以得到學生
的回饋。

傳統書法VS流行歌曲 張炳煌蕭煌奇合作詮釋舞台傳承意念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27(六)
12:00

EMBA
D208

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
後疫情時代企業佈局新思維

林丕雄打完美好一仗 解甲歸鄉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榮譽教
授，曾獲第3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的林丕雄3月13
告別人世，享壽90歲。告別式將於3月28日下
午1時30分，在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樓3樓
至美四廳舉行家祭，家人治喪力求簡單莊嚴，
不設公祭，前往送別者，將送上一杯咖啡，於
家祭後共同舉杯，用咖啡香溫馨道別。
　林丕雄於1960年畢業於淡江英專英文系，卻
因兄長影響喜愛日本文學，負笈日本獲得熊本
大學文學博士。回校任教後曾擔任日文系主
任，致力推動臺日學術交流，不僅協助本校締
結日本姊妹校，還推動役男出國交換，奠定本
校大三出國的基礎；除此他長期促進臺灣之日
本研究，培育日語人才，自身更是全心投入研
究日本文學家石川啄木，成為當代臺灣翹楚，
2011年以《清き池水を求めて》榮獲「第11屆
我的自傳‧日本自傳大賞『國際賞』」，2015
年更獲得日本「旭日中綬章」的肯定。
　除了推動臺日學術交流，林丕雄在校友聯
繫方面也不遺餘力，畢業後即積極推動各地

校友會的成立，於2013年校慶時獲頒終身貢
獻獎。任教期間更是公而忘私，幾乎將全部
心力用在關心及照顧學生，除了關心學習狀
況，還自掏腰包協助學生繳交學費，每年過
年更是邀集學生在飯店共同度過，這樣的狀
況讓自己的女兒不免產生疏離感，直到林丕
雄真正退休回到家裡之後，才覺得「這個可
愛的老人是我的爸爸。」
　林丕雄的學生，日文系教授彭春陽對於恩
師感念甚深，「我永遠記得畢業旅行的那一
年，在花蓮海邊被大浪突襲渾身溼透，老師
在第一時間把外套脫下披在我身上保暖；我
也記得因為他的指引，讓我開始鑽研日本現
代文學。他永遠將學生擺在第一位，或許不
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但絕對是一位好老
師。」結縭逾60年的夫人施梅桂，在臉書公
布林丕雄過世訊息後，數以百計的留言瞬間
湧入，顯現學生對老師的敬愛與不捨。而她
也用「你已經很努力了，就請好好的休息
吧」，希望丈夫安心長眠。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張炳煌與金曲歌王蕭煌奇跨界合作，為其
最新臺語封面專輯「舞台」揮毫題字，並參與
主打歌「舞台」MV拍攝，片頭揮著大毛筆在
地板上的大紙書寫。「舞台」講述演藝人員對
表演機會的渴望，藉由不同世代和音樂類型的
碰撞，表達「舞台」是一代接一代、長江後浪

推前浪的翻新與傳承，更透過藝人潘麗麗的歌
仔戲唱腔和嘻哈歌手黃昺翔的饒舌歌詞，唱出
「世代傳承」和對音樂舞台的無限想像。
　張炳煌認為，將書法藝術融合歌曲MV的
感覺很特別，算是文化創意合作的實例，
「書法不是原封不動、寫個字就擺在那邊給
大家看，而是把揮毫的過程跟歌曲融合在一

起」，也因此讓張炳煌規劃，在未來開授的
「詩書畫與文創產業」課程中分享合作經
驗，也期待未來有更多跨界合作機會，帶給
學生更多啟發。
　張炳煌表示，這次能受邀跨界演出是很榮
幸的事，這不僅讓書法不再是傳統的寫字，
更可以作為跨領域的藝術表現。

臺北及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葛煥昭校長致詞中
針對112-116年校務發展計畫，召集人在於提
供創新的想法與建議，相關業務單位仍須充分

了解相關內容、蒐集資料、評
估可行性並落實推動，以利計
畫推動；其次提及本校110學年
度起設置「有蓮獎學金」吸引
優秀學子就讀本校，指示招生
期間加強宣傳；最後提醒大家
須思考在職進修的精神「在於
對業務有幫助」，同仁申請時
須多斟酌。

體 育 長 陳 逸 政 進 行 專 題 報
告 ， 主 題 為 「 以 健 康 為 核 心
永續經營淡江體育」，說明體
育處兼任教學及行政業務的職
掌概況，接著說明未來配合學
校各重大政策以因應高教環境

變革，包括執行USR計畫、開設遠端學習課
程、鼓勵教師提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輔導教師多元升等及爭取產學合作等，並竭
力爭取外部資源以利全校師生共享。最後強
調以「健康為核心理念」的經營模式，將進
行相關配套措施以達到永續經營淡江體育之
願景。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
心設置辦法」草案、「淡江大學整合戰略與
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淡江大學
生物安全會設置辦法」草案等8項提案。會議
前進行頒獎，本校獲教育部109年度體育績優
學校獎，為第四度獲獎，體育長陳逸政、體
育教學與活動組組長黃谷臣及秘書陳建樺協
助指導，績效斐然；國際長陳小雀在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擔任本校境外生指
導專案返（入）臺總指揮，匡助良多，由葛
校長親自頒發每人獎牌乙面，以茲鼓勵。

焦傳金分享創新教學

教學特優教師分享
李沃牆實務佐證理論

　【記者李宜庭淡水
校園報導】教發中心
3月16日邀請教學特
優教師，財金系教授
李沃牆以「證券投資
模擬交易教學」為題
進行分享，近60位教
師到場聆聽。

　「知識要能運用才是活的，才是真懂。」李
沃牆分享，他會向學生展現自己的交易實戰經
驗及績效，藉以鼓勵學生驗證知識。他也利用
分組進行理財規劃報告，從而讓學生了解家庭
財務規劃的重要性，並以平均壽命、退休金、
教育費用等社會趨勢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我
認為投資成功的關鍵不在學歷或專業領域，而
在於是否用對方法」，而理財也不是專屬於商
管學生的專業，他十分歡迎外系生學習理財。
　李沃牆在課堂中不但將生活上的實例融入例
題讓學生思考、讓他們登入虛擬交易所實際操
作股票交易、安排業界專家講座，甚至舉辦校
外教學到證券交易所參觀，藉此不斷累積實務
經驗；他更十分看重學生的學習態度，課堂上
會以學生在虛擬交易所的上線次數作為評分標
準之一，而不是報酬率；另外也會將金融相關
證照的考取、虛擬交易競賽甚至是記帳做為加
分項目，鼓勵學生從生活中落實理財。
　俄文系副教授鄭盈盈表示，李沃牆老師用非
常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對股票操作不熟悉的同
學可以有實戰經驗，對大學生活來說會是很好
的啟發，「今天老師介紹了不同種類股票的投
資方式，也教授使用稅後淨利的方式判斷公司
財務狀況，是較容易判斷的指標，這場活動讓
我獲益匪淺。」

科學通核教育講座
劉源俊倡議學驗思
　【記者陳律萍淡
水校園報導】當我
們將一個鐵球和一
根羽毛在同一個高
度垂直放下，誰會
先落至地面？而在
真空狀態下重複同
樣的實驗，是否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淡江
大學通識領域教育科學領域108新課綱座談
會」，3月11日中午12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307舉辦，邀請東吳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劉
源俊，以「說自然科學領域的大學通識教育」
為題進行分享。
　劉源俊首先以「做學問的架構」談起，應以
知識作為基礎，並找到學習方法，再進一步
探討精神及態度，接著透過「知識」、「方
法」及「精神」3個層面說明世界各國對於科
學的態度、實踐方式及研究精神。劉源俊將
「Science」詮釋為「學驗思」，認為科學應是
「學而後驗，驗而後思，思而後學」。
　接著劉源俊說明大學教育首在營造一個培育
人才的環境，其次則在糾正中學教育的偏失。
「高中教育的重點應該在學知識、習方法、鍛
體魄、養氣質，而大學通識教育不應該銜接高
中課綱，高中課綱及教學如果不好、有偏差，
應該在大學階段導正補救！」科學的教學目
標，「是在使學生知悉自古以來科學的重要實
驗發現與理論發明，從而認識重要的科學方
法，體會科學精神的要義。」

期中教學調查開跑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海洋與水下
科技研究中心「海洋與科學人文講座」3月17
日上午10時，邀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副教授
王慧瑜演講，主題為「海洋變遷中的生物海
洋：地球暖化對於海洋魚類族群數量變化的影
響」，中心主任劉金源表示，之前調查大家對
於SDGs17項目標的熟悉度時，發現最不熟悉
的就是第14項，特別邀請王慧瑜到校釋疑，逾
170位學生出席聆聽。

通識自主學習課程
古孟玄談政大經驗

　【潘劭愷淡水校園
報導】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3月16日中午
12時舉辦「淡江大學
通識教育108新課綱
座談會-基本知能與
服務與活動課程」，

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副教務長兼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古孟玄到校分享，主題為「我的學習我自
主：『自主學習』課程規劃之挑戰」，近70位
教師參與。
　古孟玄首先介紹自主學習的歷史背景，源起
於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的「自
我需求理論」，接著說明我國推動自主學習歷
程，而2021全國椰林講堂中，與會校長也針對
自主學習提出各自看法，各持續關注並推動相
關課程或措施。
　接著古孟玄以政大為例，說明同學可在通識
核心課程的範疇內，校內課程無法滿足學習需
求之前提下申請，由開課教師（業師）與學生
共同設計課程，經教務處審核後開課，並於期
末提出成果報告。希望學生透過課程除了學到
想要的知識，還能培養獨立思考、創新實踐、
團隊合作、自我行銷與人際溝通等能力。

海洋人文講座 王慧瑜籲減緩暖化永續海生
  王慧瑜以「溫度對魚類的影響」、「氣候
變遷」及「未來魚會減少嗎」三個部分進行
說明，解釋環境的不同會影響到生態成長。
她提到生物適應溫度的變化有三策略：表型
變化、遺傳變化和跨世代變化，更提及研究
顯示全球海洋暖化「會讓海洋生物數量變
少」，預計西元2048年「海鮮」將會消失！
她表示氣候變遷、海洋食物鏈與捕撈息息相
關，能妥為管理，魚類生態將能永續發展。

　通識中心與圖書館合辦「通識月系列講座」，3月15至17日在圖書館閱活區，邀請英文系副
教授黃永裕、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副處長鄧華玉及悟遠劇坊團長簡育琳，分別從電影中的女性情
欲、性別政策與議題、及歌仔戲裡女性心聲等主題分享。（文／林渝萱、潘劭愷、林靖諺）

（攝影／鄧晴） （攝影／潘劭愷） （攝影／林靖諺）

（攝影／高宇彣）

（攝影／羅偉齊）

（攝影／鄭宜庭）

（攝影／鄒鈺緯）

前校長陳雅鴻黃昏課後校園悠閒喝咖啡的身影已成絕
響。（圖／淡江時報資料照）

（上左1圖）葛煥昭校長（左2）頒發獎牌予體育處體育長陳逸
政（左3）、學動組組長黃谷臣（右1）、秘書陳建樺（左1）
等人表彰其對推動體育事務，以及（上左2圖）國際長陳小雀
疫情期間順利完成境外生專案之貢獻。（攝影／游晞彤）

　【本報訊】本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
跑囉！品質保證稽核處針對教師教學進行問卷
調查，即日起至4月12日上午10時止。
　同學可從本校網站首頁點選「教學意見調
查」（網址：https://survey.tku.edu.tw/tas/ ）
或手機掃描QR-Code進入，填寫內容彙整後
將作為任課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不含任何學
生個人資料），填完還能參加抽獎，歡迎同學
踴躍上網填寫。


